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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Research Output is Growing – And 
China is Leading the Way

Thomson Global Research Report, November  2009



Faculty are Consuming More Research 
Globally

Source: Tenopir 2007

Average number of articles read per university by faculty members per year



管理学科—全球学位授予数量最多的学科



2008 UK University Applications
管理学在英国的申请数量

Applications by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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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1967年，来自百强商学院之一Bradford University Management Center

独立主编模式：期刊主编一般为学术个体，可以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个性化，
良好的持续性

总部英国，主编全球，内容国际

About Emerald

主要学科：

管理学，工程学，其他人文社会科学

1、管理学期刊 230+种

2、工程学期刊 18种

3、图书 2000多种

4、文摘库 5个

5、案例集 200个



Emerald 管理学期刊

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图书馆学与信息管理、农林经济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泛管理领域

•经济学

•市场营销

•教育管理

•战略管理

•质量管理

•会计与金融

•企业与革新

•学习与发展

•国际商务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与知识管理

•行业与公共部门管理

•管理科学与研究

•商业道德与法律

•运营与物流管理

•建筑环境

•绩效管理与评估

•健康护理管理

•旅游管理

•组织研究

•图书馆与信息研究



因为专注,所以专业



• 100多种、900多卷工商管理与经济学、社会科学系列丛书内容

• 众多领导者高质量文章，且定期更新

• 每年有100多卷新增内容 《工商管理与经济学集》

《社会科学集》

•管理学

•经济学

•国际商务

•市场营销学

•领导科学

•组织行为学

•战略管理

•健康管理

•心理学

•教育学

•图书馆科学

•政治学

•社会学

•健康护理

•残障研究

Emerald电子系列丛书



2011 New- Emerald 新兴市场案例集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中东、东欧

包含案例和教学注释

同行专家评审

2011年200+案例

每年新增100+案例



管理学评论文摘库 EMR
土木工程文摘库 ICEA
国际计算机文摘库 CAID
计算机和通讯安全文摘库 CCSA
图书馆和信息管理文摘库 CAA

Research starts from abstracts…

Emerald文摘数据库



Emerald 工程学期刊

• 18种工程学期刊

• 16种被SCI、EI收录

• 学科包括 ：

工程计算

先进自动化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电子制造与封装



www.emeraldinsight.com



授权成功后，该处显示
您所在单位英文名称

使用个性化服务时登陆

首页即可对期刊、电子书进行浏览

检索功能

浏览功能

登陆个人账号后会显示“Your 
Profile”，获得个性化服务

辅
助
资
源

本周免费期刊

最新消息

Emerald平台首页

最新出版物

主编精选



• 快速检索直接在首页进行操作

• 可选择5类不同的检索结果：期刊、图书、文摘、案例（新增）以及辅助资源

一、Emerald检索功能-快速检索



Emerald高级检索

针对5种不同检索结果进行检索 帮助信息

支持布尔逻辑运算符

限定出版年份

即将出版文章的网络版、回溯库中的文章，建议勾选

为确保返回结果均可下载全文，建议勾选

若检索条件是多个单词，可从All、Any、Phrase中任选一个：

All-返回的结果包含所有单词，但每个单词不一定连在一起

Any-返回的结果包含其中任意单词

Phrase-返回的结果包含所有单词，并且按顺序紧密连在一起



Emerald检索结果

随时切换5种不同类型的检索结果

加入收藏夹
（Marked lists）
保存喜爱的文章

可在此处选择不同收藏夹来保存

保存检索条件，定期获得最新检索结果



Abstract-结构性文摘：

Emerald文章显示



登陆个人账号后会显示“Your 
Profile”，获得个性化服务

使用个性化服务时登陆

• 建立属于您自己的文献系统

• 节省您的时间和精力

• 帮助管理您的文献资源

• 辅助您进行学术研究

二、Emerald个性化服务



Register-注册个性化服务

点击进入该注册页面

常用、正确的邮件地址

中国地区勾选“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Your Profile-个性化服务内容

收藏夹功能：可创建多个
收藏夹，并将喜爱或需要
引用的文章链接添加其
中，并与Endnote等引文

软件相兼容

确保已登录
喜爱的期刊或图书：添加
您喜爱的期刊或图书，可
在“Your Favourites”版块

浏览该期刊或图书最新卷
次的文章内容

文摘和时事通讯：订阅
“Digests and 

newsletters”，可免费获得

每周最新出版物的文摘以
及感兴趣领域的时事通讯

保存检索条件：免费获得
所保存检索条件的最新检

索结果内容

期刊新增内容提醒：选择
您感兴趣的期刊，免费获
得该期刊新增内容提醒



For Authors-作者专栏

Emerald为作者提供的平台，包
含各国语言的作者指南(Region-

specific author resources )

主编访谈：就热点问题、
如何提高发表概率向

Emerald主编进行访谈

编辑服务：特别为非英语国
家的作者可在此选择专业领
域的同行帮助润色文章语言

学者网络：每年Emerald会
针对合作的学者评选出优
秀作者、最佳文章、杰出

主编、优秀期刊

发表指南 写作指南

三、辅助资源



Teaching Zone-教学园地

教学指南 案例集

教育共享 名人访谈录

书评 推荐文章列表



管理技巧

管理学大师

访谈录

学习技巧
管理学

文献评论集

MP3格式的学

习资源

Learning Zone-学习园地



Research Zone-学者园地

研究基金项目 申请基金指南

项目管理、研
究方法指南

国际同行

联系平台

国际会议信息



Emerald 学术研究基金

我们的发展与学科的进步息息相关

• 管理学研究基金：￡3000

• 图书馆学研究基金： ￡2000

• 优秀博士论文奖： €1500

更多信息：

info.emeraldinsight.com/research/awards/index.htm



2011Emerald 优秀博士论文奖
正在申请中……

基金领域：市场营销、物流、人力、信息管理等12个领域

截至日期：201 1年10月1 日

申请要求：

2008年10月1日-2011年10月1日 取得博士学位

1,000英文单词论文概要

1名导师推荐信+答辩老师Email联系方式

奖励： €1,500+证书+推荐发表论文

更多信息，欢迎访问：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research/awards/odra.htm

Research Zone



Emerald资源平台

www.emeraldinsight.com



Emerald 国际期刊投稿简介

1、论文准备阶段

2、论文评审阶段

1、论文准备阶段

3、论文成功发表阶段



论文准备

• 选定目标期刊- Google Scholar、关键词

• 浏览期刊主页:

主题范围(Coverage)

作者指南(Author Guidelines)

范文(Sample Articles)

• 安排论文结构

• 准备Covering Letter

• 选择正确投稿方式



论文准备-以Emerald 投稿为例

※选择一本Emerald 目标期刊— 关键词检索

※浏览期刊主页— 范围、作者指南、范文

作者指南

范文

编辑队伍



※ 安排论文结构

论文准备-以Emerald 投稿为例

1、标题

最少的单词
最充分的意思
避免缩写
包含关键词

Figure1: Words per article and usage



论文准备-以Emerald 投稿为例

2、摘要—结构型(Structured abstract)

目的-Purpose
方法论-Design/Approach
结果- Findings
原创性-Originality/value
研究局限性-Research limitations
实用价值-Practical implications
社会影响-Social implications

250左右英文单词

表述准确、有吸引力
不使用专业生僻词
不引用参考文献



论文准备-以Emerald 投稿为例

3、关键词— 4-6个、具体、避免生僻词汇

4、论文类型— 七种
案例型
技术型
概念性
研究型
观点性
文献综述型
一般评论型

Case
study

Literature
review

Viewpoint

General 
review

Technical
paper

Research
paper

Conceptual
paper

7种文章类型



5、正文— 4,000~6,000英文单词、论文风格

6、参考文献— 哈佛格式、 MLA(人文科学)、APA(心理学、教育学)等

论文准备-以Emerald 投稿为例

Article length and usage Sample of reference 



※ 准备Covering Letter
论文所有作者信息(注明通讯作者)
联系方式

论文题目

个人相关科研经历

※ 选择正确投稿途径— Author Guidelines
ScholarOne 在线提交系统

Email 提交主编邮箱

纸质邮寄

论文准备-以Emerald 投稿为例

单独的文档



论文准备 - 在线提交系统

http://mc.manuscriptcentral.com/md



论文准备 - 在线提交系统



论文评审中……

审稿方式：两轮同行匿名评审

审稿周期：2-3个月、1年不等

自我检查：

1、主题是否符合目标期刊？

2、格式是否符合期刊要求？

审稿结果：
拒绝— 改投其他期刊
修改— 逐条修改、回复说明修改的地方

规定时间内再次提交

“Many papers are rejected simply because they don’t 
fulfil journal requirements.
They don’t even go into the review process.”



投稿2-3个月后没有回复，主动询问稿件状态

论文评审中……

修改≠完全接受

1

3

2

切忌“一稿多投”，浪费期刊编辑时间



评审标准

• 1. Originality: Does the paper contain new and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adequate to justify publication?

• 2. Relationship to Literature: Does the paper demonstrate an 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and cite an appropriate 
range of literature sources? 

• 3. Methodology: Is the paper's argument built on an appropriate base of 
theory, concepts, or other ideas? Has the research or equivalent intellectual 
work on which the paper is based been well designed? Are the methods 
employed appropriate? 



评审标准

• 4. Results: Are results presented clearly and analyzed appropriately? Do the
conclusions adequately tie together the other elements of the paper? 

• 5. Practicality and/or Research implications: Does the paper identify clearly 
any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and/or further research? Are these implications 
consistent with the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paper? 

• 6. Quality of Communication: Does the paper clearly express its case, 
measured against the technical language of the field and the expected 
knowledge of the journal's readership? Has attention been paid to the clarity of 
expression and readability, such as sentence structure, jargon use, acronyms, 
etc..



期刊稿件录用流程



论文成功发表

√ 填写JAR form-成功发表、PDF格式返回给责任编辑

√ 3个月，获增1本纸本期刊和所有期刊3个月访问权

√ 评优：Literati Awards-Outstanding & HCPs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联系：

Emerald 客户经理 李秋实 Emerald 编辑支持 徐欢
电话：010-8225 0992                        电话：010-8225 0912
pc@emeraldinsight.com.cn edit@emeraldinsight.com.cn

谢谢！


